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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数学令人着迷，数学会令人着迷吗？就是那些个：代数、几何、

微积分；方程、矩阵和函数……谁不知数学王国冷若冰霜，深似海

洋。唉，掰开手指数一数，不爱数学的理由倒是多得像星星，怎能有

人迷上它呢？

其实大到天文和地理，小到买菜和吃饭，哪怕在操场上跑个800米

接力赛……数字的学问总与我们如影随形。爱好始于兴趣，畏惧就是

因为无法驾驭！所以说，想要爱上数学，必须把它玩得滴溜溜转。可

是这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指挥调度一堆变来变去的阿拉伯数字嘛。

哈哈，《数学令人如此着迷》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例如：水星

一日为何等于人间两年？地球的体积怎么算？分数的奥妙藏在奶油蛋

糕里？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压岁钱如何才能翻一番？一个国家的人口

那么多，如何才能数准确？数字为什么有正负？数学太差劲，就连

地图都看错？彗星长着尾巴，它的尾巴到底有多长？鼹鼠挖洞七拐八

拐，为什么拐的全是90°的弯？蜜蜂的蜂房一定要修成六边形？没有

一万岁的老神仙，如何推知的万年历……这么多闯关按钮，难道你永

远都不想按一按、摸一摸？

亲爱的小读者，数学很简单、很好玩、很奇妙！赶快翻开《数学令

人如此着迷》系列丛书，我们边玩边学，让每道数学题都成为一场欢快

的游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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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这个词语，不知道聪明的你有没有听说过呢？它是数学中的一个小

术语，但实际上，许许多多不同大小的角度更普遍存在于生物界

中，也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在生物界中有许多神奇的角度，不知道你们听说过

丹顶鹤这种鸟吗？因为它头上顶着一顶红色的帽子，所

以才有了丹顶鹤这个名字。丹顶鹤会因为季节的变化而

不停地搬家，在搬家的过程中，它们总是成

神奇的角度

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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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结队地一起飞到新的地方居住。在它们搬家的过程中，会在天空中呈现一

个“人”字的形状，因此人们十分容易发现它们。我们学的文字“人”的一

撇一捺两笔的角度接近110度，而丹顶鹤们在搬家途中，无论飞到哪里都严格

地按照这个角度飞翔，整齐有序，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测量出这个角度并且

在飞行中保持这个角度的？更神奇的是，这个角度的一半的大小，正好与世

界上最坚实的结晶体——金刚石是一样的，都为54度44分8秒。这些角度相同

的几率，跟在世界上找出一个与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的概率一样小！

另外，在一些大树的底下，我们偶尔会发现一些斜着生长的小花小草。

它们倾斜的角度与太阳照射的角度是一样的，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

植物生长都需要吸收阳光，生长在大树底下的它们，为了吸收更多的阳光，

所以把身子斜着长。这些小花小草倾斜的角度，跟大树的高度和繁茂程度也

有关系，因为这关系到阳光照射到小花小草的角度的大小。因此，聪明的人

们可以通过小花小草的倾斜角度，综合其他数据，计算出很多测量不到的数

据，如大树的高度等，不知道聪明的你能不能计算得出来呢？

老鹰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也有其特定的角度。这个角度，能够让它更

加快、准、狠地抓到猎物，若用其他角度来捕食，抓到猎物的机会就会少一

些。看来，老鹰也是一个优秀的角度测量师，每次捕食都会使用最容易捕捉

到猎物的角度，把它们称为天空中的猎人是没有错的。

过年的时候，我们的家里面都会摆放一些花来装饰，以增添节日的气

氛。各种各样的鲜花之所以如此美丽，也是因为它们生长有着一定的角度，

如月季花的花瓣，有人测量过它们边缘向外翻卷的角度，正好是180度，这个

角度在数学中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作平角。

由此可见，角度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在数学中，角度表示的是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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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而所谓的“度”就是角度的单位。另外，角度有一个范围值，最小的

角是0度，而最大的角是360度，所有的角度大小都在这两个数值之间。事实

上，也是有超越这个范围的角的，但是在数学中有规定，超过这个范围的

角都必须要转化成0～360度以内的角，也有专门的转化公式。通过角度的测

量，人们可以计算出许许多多不能够直接用尺子测量出来的高度和长度。

也因为有了角度的存在，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是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

了，取而代之的是，它们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角度，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多姿

多彩、无限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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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的直角转身

小朋友们知道在土地的下面，很可能会有一个庞大的迷宫世界吗？这都

是小鼹鼠们挖掘出来的。小鼹鼠们因为长期生活在地下，眼睛慢慢退化，变

成了“瞎子”。

但是，在小鼹鼠们的身上，人们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十分惊讶的现象。这

个现象就是在小鼹鼠们挖地道的时候总会保持90度的转角，也就是说，挖出

来的隧道里面的每一个拐弯角都是90度，并且这个角度十分精

确，误差非常小。90度的角在人们眼中是一个特殊的角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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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们给予了这个角度一个专业的

名称——直角。简单地说，直角就是

垂直的角，但因为它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人们也给予了它

专有的定义：一条直线跟另外一条横着的直线相交的时候，若交成的

邻角彼此是相等的话，这个角就是直角。

我们很容易地发现直角的存在，如在教室里面，我们的书本四个

角都是直角，还有老师上课用的黑板，四个角也都是直角，另外，我

们的桌子和椅子同样拥有直角。在家里，我们爱看的电视机，还有厨房里

面的电冰箱，到处都能够发现直角的存在，不知道聪明的你还能发现更多

的直角吗？

直角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墙

壁与地面要保持90度角，这样房子才会建得牢固。因此，建房子的叔叔们都会

很小心地测量好角度，来保证建好的房子足够牢固。如果有幸能够在路边见到

砌墙的工人，你可以发现他们在墙上面吊着一条挂着重物的线，在地心引力的

作用下，这条线与地面就成了直角，那么按着这条线砌出来的墙也就能够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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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成直角了。人们运用这些方法来测量出直角，但是小小的鼹鼠，不用眼睛和

任何测量工具也能够如此精确地挖出90度的地道，实在是不简单啊！

好学的你是否想知道为什么小鼹鼠这么厉害，能如此准确地测量出许

许多多标准的直角吗？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原来这是上天赋予它们的一种本

领，鼹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磁力感应器官，可以感应到地球的地磁场并且分

辨南北方向，也就是相当于在它们的脑子里面有一个“指南针”，通过这个

磁力感应器官，它们就能够轻易地辨认出方向了。科学家发现在牛和其他动

物的脑袋里面也有类似的器官，这样一来它们不需要指南针也能分辨出方

向，这实在是让我们人类十分羡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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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在生物界中无处不在，但是在众多的角度中，被人们所发现并且

会被拿出来研究的特殊的角度并不多，这些被特意研究的角度一般都有自己

特有的名字，例如，黄金角就是其中之一。黄金角是在众多的植物身上发现

的，科学家发现许多植物身上都有黄金角，所以才进行了研究，并且发现黄

金角的存在对于植物能够健康茁壮地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知道小朋

友们对黄金角有多少了解呢？植物身上广泛存在的“黄金角”又究竟

植物中的黄金角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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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呢？简单地说，黄金角其实就是一个精确的角度：137.50776

度。科学家们把这个角度称为黄金角。

这个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黄金角是怎么来的呢？原来，

科学家是通过圆的黄金分割得到的这个数值，正如小朋友们所见，黄金角

137.50776度的这个数值难记又不特殊，为什么要专门拿出来研究呢？原因很

简单，正如刚刚所说的，这个角度被植物们广泛地“应用”，我们能很容易

地在植物的身上发现。例如，向日葵的花盘，它们种子的排列方式是

弧形的，而这个弧形的弧度刚好就是137.5度。如果你觉得这只

是一个巧合，那么，小小的车前草肯定会站出来向你进

一步地证实。车前草是一种常用的中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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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它们的轮生叶片之间的夹角正好是黄金角，137.5度。

另外，许多科学家对各种植物的茎叶和果实都进行了角度

的测量，让他们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夹角都在137.5度左右。看来，黄金角

在植物界中是十分受欢迎的，就像黄金在人类社会中受欢迎的程度一样。

黄金角在植物界中受欢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原来，植物之所以那么

喜欢黄金角，是因为按照这个角度来排列它们的叶片和果实，能够最大限度

地让每一片叶子和每一个果实都得到充足的阳光。另外，这样排列有利于通

风。若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排列的植物，就没有其他的植物生长得那么茂盛，

遇上恶劣的环境就会枯萎，就会被大自然所淘汰。这个角度的形成，也与地

球的地磁场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奇迹。

聪明的建筑设计师们知道了这个现象和道理以后，受到了新的启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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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试着利用植物的黄金角，设计出了十分特别的“黄金角”大楼，而这座大

楼建造出来后的效果也十分令人满意。因为是按照黄金角来设计的，所以大

楼的每一个窗户也像植物的叶子和果实一样，既能够充分地采光，同时也可

以让室内通风，设计师们是不是很聪明呢？而我们夏天用的折扇，所形成的

圆心角也是137.5度，这个角度能够让我们在使用扇子的时候更加省力，同时

还能够得到较大的风力，让我们更加凉快。小朋友们如果自己动手折扇子的

时候，也试着注意一下扇面的角度，这样折出来的扇子就会更

凉快。你们看，黄金角的存在是不是十分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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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图形是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几何图形构成不同的画

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中的对称图形相信是最受大家喜爱的，因为它有

着规律美，是均衡、和谐的象征。小朋友们对对称图形的了解有多少呢？而

你有没有在生物身上发现这些美丽迷人的对称图形呢？

根据不同的数学规律，对称图形也有许多的分类，包括了轴对称图形

和中心对称图形等。其中，轴对称图形是一个沿着一条直线对折以后能够两

部分完全重合的图形，例如，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等。那么，在生物

中，我们能发现哪些轴对称图形呢？首先，我们可以想到美丽的蝴

蝶，它们身上色彩斑斓的图案就是普遍存在的轴对称图形。不同的

蝴蝶有着不一样的色彩和图案，但是它们每一双翅膀上的图案

都是对称的，在它们把翅膀叠起来的时候，

生物中美丽的对称图形

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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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够完全重合了。虽然蝴蝶的形

状不是数学中常见的正方形、长方

形或是圆形，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只

要满足了定义的不规则图形就可以是对称

图形，这个例子有没有让聪明的你拓展了思

维，想到了更多的对称图形呢？如孔雀开屏也

是一个对称图形。孔雀开屏后，它们展开的羽

毛屏就类似扇形，扇形也是一个典型的对称图

形，这是多么漂亮呀！在海洋中，色彩斑斓的鱼儿、横着

走路的螃蟹等也可以看成是美丽的对称图形，你发现了

吗？另外，展翅高飞的鸟儿，神秘的蝙蝠，还有机灵的蜻

蜓等小动物，它们在飞翔的时候，整个身体也是一个轴对称图形。如

果不是轴对称图形，它们很有可能就飞不起来了，借助生物的启发，

人们才发明了飞机。许多植物也是存在着美丽的轴对称图案的，例

如，大多数的花朵都是轴对称的，还有许多叶子的轮廓，也是轴对称的

形状。相信聪明的你一定还能发现生物中更多的轴对称图形的！

中心对称的图形在生物中也是十分常见的，一个图形围绕着某一个

点旋转180度，如果旋转后得到的图形能够与原来的图形完全重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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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就符合了中心对称图形的定义。在生物中的中心对称图形，它们的魅力

不亚于轴对称图形的生物，例如，向日葵的花盘、美丽的玫瑰花和海洋中的

水母，等等。中心对称图形的形成比轴对称图形要复杂，所以看上去与轴对

称图形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美感，十分漂亮。

上面介绍到的所有动植物，相信聪明的小朋友们或许认识，试着回想一

下它们的模样，或者去找一下它们的图片来看一看，找出其中的对称图形来

欣赏。现在的你对对称图

形有更多的了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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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勤劳的小蜜蜂，大家都会想到它是辛勤的园丁，但是

大家知不知道，小蜜蜂们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身份，那就是技

艺高超的建筑大师。小蜜蜂们的家可是它们自己搭建的，昆虫学家们通过研

究小蜜蜂们搭建的房子，惊讶地发现原来小蜜蜂在自己的建筑上应用的数学

知识是十分精确的，神秘的蜂巢就是它们在自然界中留下的智慧的结晶，在

蜂巢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吧！

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蜂巢呢？相信大家都很少有机会近距离地接

触蜂巢，因此对蜂巢应该还是有点陌生吧。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蜂巢的一些

图片来认识一下蜂巢。从外表看来，蜂窝是由许多近似相同

坚固的正六边形房子

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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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边形组成的，每一个蜂房都是通过六边形中的边壁来分隔开的，而蜂

房的内部是由三个相同的菱形组成的。昆虫学家早期研究蜂巢的时候，有

一个惊奇的发现，在测量中所有的蜂巢中的六边形的每一个角度都是相同

的。也就是说，全世界几乎所有的蜂巢都是建造得很精密的，小蜜蜂们不用

量角器，就能够建筑出如此精确的正六边形，看来小蜜蜂的建造能力的确十

分厉害，不容小觑呢！

小蜜蜂的身体构造基本就像是一个圆柱形，而蜂房是由六边形建造起来

的，因此，小蜜蜂在蜂房中既不会感到拥挤也不会有多余的空间，这样在保

证居住的情况下，节省空间就意味着能够节省建造的材料，小蜜蜂们自身也

能够减轻建造的负担。那现在就要提出疑问了，为什么正六边形就能够既不

浪费空间又不浪费材料呢？

在平面中，正六边形的一个内角为120度，那么3个六边形的内角拼起来

就刚好是360度，在连接上并没有多出间隙来，这就证明了正六边形不浪费

空间。而在数学家的研究中，不浪费空间的图形还有等边三角形、正方形、

正十二边形、正三十六边形等。不过，这些图形并不节省材料，在保证这

些图形的边长是一样的情况下，对于等边三角形来说，它的内角是60度，那

么需要6个等边三角形的内角拼起来才能围成360度，同样地，正方形内角为

90度，那么就需要4个正方形的内角才能拼出360度，而从上面讲到的可以知

道，正六边形只需要三个，所以说正六边形花费的材料是最少的。从上面的

证明就可以知道，蜜蜂建造的正六边形蜂巢是不浪费空间也不浪费材料的，

是自然界中完美的建筑结构。

蜂巢的结构在很多地方都给了科学家们一些启示，比如，在航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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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就在飞机、人造卫星等航天器的内外部的结构中采用了蜂巢的结构。

由于蜂巢结构不浪费空间和材料，在一定空间中蜂巢结构所用的材料是更少

的，材料少就意味着飞机、卫星的重量比其他结构的要轻，那么飞机、卫星

在飞行时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少，燃料的使用也会变少，飞行的时候也更加安

全。相信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出现更多有趣也更有用的六边形的蜂巢结构的

设计，更方便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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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你会画圆形吗？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爽快地回答：会！那如果

规定不能借助任何工具，要求你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形呢？这样可能就有许

多小朋友不能爽快地回答了。的确，标准的圆形要求十分高，要我们不借

助任何工具，徒手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形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神奇的切叶

蜂却做到了。

在数学中，标准的圆有一个定义：一条线段绕着它的一个端点旋转一

周，另一个端点划过的轨迹就称为圆。圆的每一截弧度都相等，每一截弧线

切叶蜂的圆形艺术

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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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线都与切点和圆心所成的线垂直。既然标准的圆形有这么严

格的标准，那么小小的切叶蜂是怎么做到把叶子切割出一个虽然不是

完整的，但却是标准的圆形的呢？原来，聪明的小切叶蜂会把自己的后脚固

定在叶子上，把脚固定的位置当成是一个端点，用于切树叶的大颚的位置

充当另一个端点，它自己的整个身体充当一条线段在叶子上旋转，那么按照

数学中对圆的定义，一个不完整但标准的圆形就被切叶蜂切出来了。因为在

实际中，切叶蜂不能从叶子中间开始切，所以得到的圆形是不完整的；若是

能够从叶子中间开始切，切出来的叶子无疑就会是一个标准的圆形。而人类

借助圆形定义，发明了专门画圆的工具：圆规。小朋友们有没有使用过圆规

呢？相信若使用过的话，那么对这个过程就会更加了解了。在使用圆规的时

候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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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在艺术界中是一个比较美丽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看见

许多的圆形设计，例如，圆圆的沙井盖、圆圆的碟子、圆圆的盘子，等等。

圆形没有棱角，不仅让人看起来十分舒服，也有团团圆圆的意味，所以深受

大家的喜爱。比起有棱角的方形、三角形的设计，圆形的设计在现实生活中

也被证实在使用的时候更加安全，能够让大家生活得更为舒适和安心。你还

能找出更多的圆形吗？圆形稍加变化，也有很多的形状，如卵圆形。卵圆形

在我们生活中也十分常见，如鸡蛋等。

另外，关于圆形还有一个原理：在周长一定的图案中，圆形的面积是

最大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用到圆形，如汽车的轮子。许多植物的根茎，

它们的横切面也都是圆形的，这样能让它们吸收水分和营养的面积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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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切叶蜂是不是也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才会选择把叶片切成圆形的呢？这

样，它们就能够通过切较短的长度，得到更大面积的食物了，既省时又省

力。看来，小小的切叶蜂不但是会画标准圆形的神奇艺术家，还是聪明的小

数学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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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球，在数学中属于立体几何的范畴。数学中称为球体，是通过半圆绕

着它的直径旋转360度所得到的立体图形。这个立体图形，除了我们在拍皮

球、踢足球的时候能够看到外，在很多小动物们身上也很容易能够看到。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刺猬这种小动物。小刺猬的背上长满了刺，一旦遇到

危险，它们就会蜷缩成球形，变成一个带刺的圆球来保护自己。变成球状

的小刺猬，既可以骨碌碌地滚动，又能方便它们的行动或者逃生，遇到下

坡的地方直接滚下去，不但速度快，还不消耗体力，好处

动物界中的圆球

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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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类似刺猬这种可以卷成球体运动的小动物还有鼠妇、赤焰金龟、犰

狳等。

另外，在水里有一种叫河豚的鱼类也很有趣，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这

种鱼会突然鼓起来，成为一个圆球，身体膨胀成几倍大。相信这就是水中最

有趣的圆球了，它们是怎么变成一个圆球的呢？原来，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往自己的身体里面灌水和气体，想方设法让自己变

大，以吓跑敌人。最后，它们就变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寒冷的冬天，能够见到的小兔子、小猫或者小狗在

睡觉的时候，都会蜷缩成一个可爱的小毛圆球状呢？在夏天的时候，它们是

不会这样做的，取而代之的是呈“一”字形趴在地上，这是为什么呢？原因

是冬天天气冷，小动物们蜷缩成一个球状，有利于保暖。而夏天呈“一”字



25

形趴在地上，则有利于散热。

改变一下它们的“形状”就能够保温，这是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它们

变成一个可爱的小毛球就能够保暖的原因，想必大家很想知道，那么我们就

来探个究竟吧。

这些小动物都有恒定的体温，我们称之为恒温动物。皮肤是恒温动物的

散热器官，只要外界温度比小动物们的体温低，小动物们体内的热量就会通

过皮肤散发到空气中。而在数学里，有这样一个原理：体积大

小相同的物体，球的表面积是最小的。也就是说，当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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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们把身体摆成圆球的时候，它们接触外界冷空气的皮

肤面积是最小的。这样一来，睡觉时候散失的热量也就

减少了，就有了保暖的效果。相反，呈“一”字形的小动物，身

体的大部分皮肤都接触到了空气，有利于散热。

小动物们应用的这个原理，在我们生活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例如，我们

常用的杯子、酒缸，等等，都会尽量做成类似球形的，这样耗费的材料少，

能够装东西的容积也大，一举两得。还有我们喜欢吃的糖果和讨厌吃的药

丸，做成球形就能够减少糖果与药丸跟空气接触的面积，防止空气中的水分

让它们溶解变质，有利于保存。

在知道了这些知识后，你还能发现更多动物界中的圆球

吗？你觉得它们之所以变成圆球的形状又是因为什么呢？带着你的好奇

心，去发现动物界中更多可爱的圆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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鲨鱼是海洋中最凶猛的动物，因为它们大都是肉食性的动物，所以它们

还会攻击人类，把人类当成是它们的食物。而鲨鱼的捕食工具就是它们锋利

的牙齿，它们的牙齿是可怕的杀人武器。锋利的牙齿，相信小朋友们都能够

想象出来，但它们为什么就那么可怕呢？

野兽的尖锐杀人武器

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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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鲨鱼拥有强而有力的下颚，但是，要成

为海中令人畏惧的猎食者，是少不了它们的牙齿的。有

机会的话，小朋友们可以去查找一下关于鲨鱼牙齿的图

片，有没有发现它们牙齿尖尖的部位呢？在数学中，我们把大于

0度但小于90度的角称为锐角，大于90度但小于180度的角称为钝角。光听名

字就可以知道，锐角是尖锐的，而钝角则相对要钝挫一点。鲨鱼的牙齿有一

些呈三角形，有一些呈锥形，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含有锐角的锥形和三角

形，比含有钝角的三角形和锥形更有杀伤力。原来，因为锐角顶角的面积都

十分小，同样的力度施加在锐角和钝角上，面积小的受到的压强会更大，从

而使得受力加大，更加容易刺穿物体，也更具有攻击性。因此，鲨鱼可以利

用锋利的牙齿，一口就把猎物紧紧地咬住，让猎物不能逃脱，最后成为它们

的盘中餐。另外，鲨鱼的牙齿与我们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只有上下

各一排牙齿，但是鲨鱼却有5～6排牙齿。在它们的一生中，所换掉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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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万颗，而且在一颗牙齿脱落了以后，后面一颗牙齿就会补上，十分不可

思议。

然而，尖锐的杀人武器不仅仅存在于鲨鱼的身上，也存在于许多生活在

陆地上的凶猛的野兽身上，它们靠锋利的爪子和牙齿来进行猎杀。在偌大的

森林里，森林之王老虎，还有狮子、黑熊、狼这些以吃肉为生的野兽也是很

吓人的，无可否认，它们的牙齿和爪子是它们的杀人武器。牙齿和爪子的顶

角都是锐角，度数仅为2～8度不等，度数越小的锐角越是尖锐，可想而知，

它们的攻击性有多高。

野兽的爪子与它们锋利的牙齿一样，都是危险的存在，也都是含有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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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何图形。锐角与相关伤害程度的研究发现结果，让我们发明了许多尖锐

的生活工具。例如，我们所使用的针、钻头，还有钉子，等等，它们的顶端

都被磨成类似锥形的样子，使得它们更加尖锐，这也是锥形在我们生活中的

应用。小小的锥形能在生活中极大地给予我们帮助，但是，它们在鲨鱼还有

其他野兽的身上却成了尖锐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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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蜘蛛，想到它们有八只脚，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呢？但是，其实我们也不必对蜘蛛有太大的恐惧，相反，我们要用学习的眼

光去看待蜘蛛这种小动物，在它们的身上，我们能发现许多有趣的知识。

数学家们就对小蜘蛛们十分有兴趣，因为蜘蛛所织成的蜘蛛网在几何

领域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见过蜘蛛网呢？不

同种类的蜘蛛编织蜘蛛网的方法也不一样，因此，有些蜘蛛网呈三角形，也

有些蜘蛛网呈漏斗形，最为常见的蜘蛛网是八卦形的。通过细心地观察蜘蛛

网，我们就会有巨大的数学发现，蜘蛛网的结构十分复杂，心灵手巧的小朋

友们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编织出来，而蜘蛛却能够编织出如此复杂美观的图

蜘蛛网中的图案

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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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实在是让我们佩服。

我们发现，无论在什么形状的蜘蛛网中，每一根蛛丝的分布都是十分

均匀的，远远看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对称图形，在数学中，我们把这种均匀的

分布方式称为均匀分布，每一段蛛丝的距离都可以通过求平均数的方法得出

来。近距离观察蜘蛛网，就能发现整个网是由几个一模一样的扇形组成的，

感觉就像是一个平均切好的蛋糕，这也属于均匀分布的范畴。

越是靠近整个网的中心位置，上面的蛛丝就会越显得密集，在数学中这

个形状称为辐射型。辐射的蛛丝之间连着许多由短到长的蛛丝，经过测量，

这些蛛丝都彼此平行。平行在数学中也有重大的意义，在一个平面上，若两

条直线向两边无限延长而不会相交，则这两条直线平行，称为平行线。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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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线需要有精确的度量，真不知道小蜘蛛是如何测量出来的？另外，辐射型

的蛛丝和横向相连的蛛丝所交汇成的角度都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构实在是太

复杂了。

我们可能会很疑惑，为什么蜘蛛网要做成这么复杂的结构呢？原来，按

照这种结构编织出来的网，比任何形状的蜘蛛网都更容易捕抓到食物，不但

外形美观，而且网状的结构也通风，不容易被大风吹坏。蜘蛛网的结构还有

利于蜘蛛们在上面爬行。蜘蛛网的编织方法是有一定规律的，按照这种方法

编织蜘蛛网也能够节省它们编织的时间和材料。虽然不同品种的蜘蛛编织成

的蜘蛛网形状不一样，但是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是为蜘蛛们捕抓食物

和储存食物。在小飞虫们不小心误入蜘蛛网的时候，蜘蛛网会把小飞虫们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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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小飞虫们越是挣扎，粘得就越紧，最后被牢牢粘住，这样，蜘蛛们就得

到了美味的食物。

蜘蛛网里面的数学几何身影是不是很多呢？如果你在有意无意之间见到

了蜘蛛网，会不会对它们产生新的兴趣而去认真观察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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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蚂蚁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动物，勤劳能干是小蚂蚁们的代名

词。但是，勤劳的小蚂蚁并不是单纯地只会勤劳，还会遵守着蚂蚁家族里

面的秩序，分工明确，各自负责着自己的工作，让整个蚂蚁家族能够高效

率地运转。

你有没有发现过蚂蚁军队呢？在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蚂

蚁外出觅食时候的队伍，一条整齐的直线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条直线，

让许多几何学家产生了兴趣，为什么蚂蚁的队伍可以排列得如此整齐呢？原

来，蚂蚁身上能够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当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们就会

把这种化学物质通过肛门分泌出来，留在它们走过的路上，其他的蚂蚁通过

这种物质就能跟上大队伍，这样便使得所有的蚂蚁都能排成整齐的一列了。

小蚂蚁和直线

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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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尝试在小蚂蚁整齐的队伍中

间横着画一条直线，截断它们的队伍，那么你就会惊奇地

发现，后面的小蚂蚁乱了阵脚，再也找不到队伍的方向。

在我们的身边常常会遇到直线，它也是构成各种图形的基础，

所以我们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就为好学的小朋友介绍一

些关于直线的小知识，以探索更神奇的东西。

刚刚介绍过的小蚂蚁的直线队伍，对于食物的搬运是很有好处的。关于

直线，有一个这样的知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小蚂蚁们若能够通过直线把

食物运回家里，那么它们所走的路程也就是最短的，这样既能够省下不少的

力气，也能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关于直线的这个知识，可以解释我们生活

中常常遇到的现象。试着回想一下，我们在跟可爱的狗狗玩耍的时候，把狗

狗的骨头扔到远方，让它去捡回来，狗狗总会沿着直线跑过去，也许它们也

深知这个知识。

另外，直线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它没有端点，也就是说直

线可以无限延长。小蚂蚁们排成的队伍是一条直线，这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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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外延伸到任何一个有食物的地方，向内可以延伸到蚂蚁的

家里。如果这条直线到了蚂蚁的家里就戛然而止，有了端

点，我们就称之为射线。如果蚂蚁们向外延伸的一端到了有食物的

地方就停下来，那么蚂蚁的直线队伍两端就各自有了一个端点，这时候这条

线就称为线段了。原来简单的线有如此多的分类，小蚂蚁的队伍可以如此说

明，是不是很有趣呢？而有趣的还不止这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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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的特点还有很多，直线是由无数个点构成的，这个特点就是其中之

一。想象一下，远远看到小蚂蚁的队伍就是一条直线，每一只小蚂蚁都可以

看成是组成直线的无数个点之一。如果有无数只小蚂蚁紧密地一起前进，那

么这条直线就更加明显了。

由此可见，小蚂蚁们与直线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呀！不知道小蚂蚁们对

直线的了解有没有我们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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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蚂蚁的家族里面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的，我们常常遇到的在外面搬运食

物的小蚂蚁叫作工蚁，它们既是蚂蚁家族中数量最多的，也是支撑着整个蚂

蚁家族正常运行的顶梁柱。但是，工蚁们的工作效率之所以能够这么高，除

了因为它们的勤奋以外，还和它们的智慧有关。

辛勤工作的小工蚁们，在外面搬运食物的时候，会运用到一些常见的

数学知识。有专门研究昆虫的科学家做过研究，把一只死了的蚱蜢切成小、

中、大三块，其中大的一块等于两块中块的大小，中的一块等于两块小块的

大小。在数学中，这三块的大小可以通过比例来表示，就是小块∶中块∶大

小蚂蚁与比例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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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1∶2∶4。昆虫学家通过数学的比例知识，把死蚱蜢分成三份，放在小蚂

蚁的家门口。不一会儿，出门找食物的工蚁发现了这些突如其来的食物，便

高兴地调动大部队来搬运食物。大约10分钟后，搬运食物的大部队便来到了

蚱蜢的旁边，开始搬运。昆虫学家仔细地数了一下每一块蚱蜢身边的蚂蚁数

量，搬运小块的蚂蚁有20只，搬运中块的蚂蚁有51只，搬运大块的蚂蚁有89

只，这个比例十分接近1∶2∶4，使得昆虫学家十分惊讶。想不到小小的蚂

蚁，不仅会按照数学中的比例知识分配搬运工作，而且它们的计算结果以及

数量分配也十分精确。

比例在数学中是用于表示在一个总体里面，其每一部分所占数量的多

少，来更加直观地表示出总体和各部分构成。我们可以来简单分析一下小蚂

蚁的计算结果，把蚱蜢平均分成7小块，第一份1小块，第二份2小块，第三份

4小块，正好符合科学家的分割方法。每20只蚂蚁可以搬动一小块，那么第二

份就要40只蚂蚁，第三份要有80只蚂蚁。这样的思维方法就是比例运算的思

维方法。小蚂蚁的计算结果跟我们的计算结果相差很少呀！通过运用比例，

可以很方便、很有效地解决许多问题。小蚂蚁们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数

学比例的知识来工作，能够把劳动力最大化地排兵布阵，提高了它们的工

作效率。

小蚂蚁们的智慧也让我们受到了不少启发，例如，在生活中，我们学习

孔融让梨的品质，把大的梨让给大人吃，小朋友就吃小梨，学会谦让和尊敬

长辈。在学习中，我们可能有一些科目是比较擅长的，但也可能存在一些不

擅长的科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按比例来分配学习的时间。越是不擅长的科

目，就需要分配越多的时间去学习，而比较优秀的科目则可以分配相对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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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时间来学习。比例关系也广泛应用在厨艺的方面，在一些美食节目中，

我们会经常听到一道菜放油、放盐或者放糖还有加水的比例，这些比例能够

使得一道菜的味道千变万化。在建房子时，水泥粉跟水混合的比例十分有讲

究，因为这会影响到一幢楼房的牢固程度。比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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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生 活 中 ， 我 们 都 喜 欢 用 审 美 的 眼 光 去 审 视 周 围 的 事 物 ， 来 寻 找

“美”。而在自然界中，动植物们也会追求自身的美，尽管它们千姿百态，

但是，它们的整体结构都离不开对称和协调，并且以这个为自身的生长基

动植物身上完美的黄金比例
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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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对动植物的这个结构进行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动植物身上的比例都为一

个特殊的数值，人们把这个符合审美的比例称为黄金比例。现在就带小朋友

们去认识一下自然界，了解什么是完美的黄金比例。

把一条线段按照1∶0.618的比例来分，较长的一段与较短的一段的比例

就是黄金比例了。另外，有趣的是整条线段的长度与按这个比例划分出来的

较长的一段线段的比例也是1∶0.618。这个看似不特别的比例，究竟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呢？

科学家经过大量的测量发现，在植物界中，很多植物的结构都近似

符合一个相同的数值，而这个数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所说的黄金分割比例

1∶0.618，比如茉莉花和三叶草，其辐射

对称和螺旋排列的形状，让它们的结构

符合了黄金分割比例的规律，还有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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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的叶片形状，也是用黄金比例的方程能够表示出来的。

在动物界中，黄金比例对于它们的生存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大家都知

道猎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动物，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多亏了猎豹的身体

结构，其前后两腿之间相隔的距离适当，与头部的比例符合黄金分割比例，

这样的身体结构能让猎豹在奔跑中减少阻力，跑得更快。不少科学家也由猎

豹的身体结构受到启发，发明了一些提高交通工具速度的结构，这个黄金分

割比例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于黄金比例的应用大多数是线性比例，其实在植物中

它们还存在黄金角的结构，如车前草，它们有着轮生排列的叶

片，其中每一片叶片夹角约为137度30分。根据科学家研究所

得，这样的叶片排列不仅能够保证多叶片的车前草不会出现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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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重合的情况，而且叶片的采光面积也是最大的，从而很

好地保证了叶片光合作用的反应，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车

前草的叶片，证实一下黄金分割比例。

黄金比例在艺术界中也是一个珍贵的存在，艺术家们觉得按照黄金比例

做出来的艺术品是十分美观的。另外，摄影师也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不

要站在相片的中间位置，而要在偏左或者偏右的位置，接近黄金比例的位置

拍出来的照片才是最自然也是最好看的，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哦！

通过动植物的黄金比例，我们看到了绿色世界中那充满美学的数学奇

观。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清楚这个黄金比例的奥秘，并且应用于我们的生活之

中，那么它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带来很好的益处和进步，聪明的小朋友

们，让我们一起来发掘数学的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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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植物的细胞包含细胞壁和细胞质。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把紫色的洋葱外皮撕成薄薄的一片，然后在上面加上浓度较高的食盐水，结

果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在显微镜下观察，他们清楚地看到洋葱表面的紫

色物质缩成了一团，而周围则呈现出透明的颜色。这就是在生物学科中非常

有名的植物细胞质壁分离实验。为什么会有质壁分离这种神奇的现象发生

呢？原来，因为科学家在细胞质的外面加入了浓度较高的食盐水，导致了植

物细胞中细胞质里面的浓度比细胞质外面的浓度低，所以水分就被细胞质外

面的高浓度食盐水抢走了。失去了水分的细胞质自然就变小，缩成了一团。

生物世界的较量

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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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通过比较细胞质内外的浓度大小，选择了浓度比较大的一方。在数学

中，用于比较的符号大家知道多少呢？常用的比较符号有三个，分别是大于

号“>”、小于号“<”，还有等于号“=”。这三个符号一般用于比较两个

数字的大小，或者两条公式的大小。而有这三个符号存在的式子，我们称之

为“不等式”。因此，以上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用一条不等式表示：C细胞质外

>C细胞质内，C表示的是浓度。

另外，在动物身上也有比较的现象。就拿我们所知道的鹰来说，它们在

繁殖下一代的时候，会比较一下蛋的大小，然后把较小的蛋砸烂，体积相对

较大的蛋则会留着孵化。其中就有了一条不等式：V较大的蛋>V较小的蛋，其中V表

示的是体积的大小数值。鹰捕抓到的食物是有限的，所以它们不能把

生下来的每一个蛋都孵化出来并且抚养。在它们的眼中，大的蛋所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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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营养物质会比较多，存活率也会比小的高，所以为了家族繁衍下来的后代

足够强壮，鹰就选择了把小的蛋丢弃。生物界听上去总是那么残酷，但是这

也激励着每一个生物为了生存而拼命努力向上。

在猴子的世界中，彼此比较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家应该知道西游记

的故事吧，孙悟空就是因为比其他的猴子强壮，而且武艺高超，所以才

成为了花果山的美猴王。但是这并不单单出现在神话故事中，在

现实世界的猴群中，猴子也是会通过不断地打架来比较谁比较强

壮的，赢了的一方就会成为猴王，而其他的猴子都会对猴王畏惧

三分，我们也可以用不等式来表示：X强壮的猴子>X弱小的猴子，其中X

表示的是猴子的强壮度。

生物界中普遍存在的比较都可以通过数学中的不等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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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有没有让你觉得十分有趣呢？虽然在现实世界的比较中我们很少会把

这些不等式通过“>”、“<”或者“=”表示出来，但我们会在无意中用到

这些比较符号。例如，我们在吃苹果时，拿苹果的时候会看一下哪一个苹果

比较大，这样在两个苹果之间，就有了这些符号的存在。这还说明了一个道

理：数学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学好数学，才能有更

加便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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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童话故事：有一只乌鸦十分口渴，怎么也找不着水喝。好不

容易发现了一个装着水的瓶子，但是因为里面的水只有一半，加上瓶口比较

小，乌鸦的嘴巴不能伸到水里，所以喝不到里面的水。后来，聪明的乌鸦看

到瓶子旁边有许多小石子，便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放到瓶子里面。因为小石子

的加入，瓶子里面的水慢慢地满了起来，

乌鸦喝水中的数学奥秘

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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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为这样，乌鸦才喝到了水。

在我们感慨乌鸦聪明的同时，我

想问问小朋友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乌

鸦把小石子放到瓶子里面就能够喝到

水了呢？其实，这是数学中一

个很简单的思想方法——等量

代换。在数学中，等量代换的

定义就是用一个量来替换与

这个量相等的另一个量，也

就是简单的“1+1=2”的道

理。在等号的两边，其实就

是两个不同的量，既可以用

1+1来表示，也可以直接用

一个数字2来表示，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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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童话故事中，瓶子里只装了一半的水，占据了瓶子

1/2的空间。乌鸦把小石子放到瓶子里面，加进去的小石子会开始占据瓶子的

空间，当加进去的小石子也占据了瓶子1/2的空间的时候，这个瓶子就刚好被

占据满了，那么，在上层的水就会慢慢地流出瓶口，乌鸦就可以喝到水了。

等量代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这个思想会运用到我们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例如，每天早上，父母会给钱让我们买早餐吃，如果父母给我

们5元钱去买早餐，你可以买一碗5元钱的面，也可以买3元钱的包子和2元钱

的豆浆，同样是花费5元钱，你还有别的买法吗？

数学等量代换的思想，在我们的人生中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想要得到一样东

西，只有付出与它等同的努力才能得到它。同样，在学习

上，我们想要得到优秀的成绩，只有付出自己的努力，我

们的成绩才能变得优秀。而不遵循等量代换思想的东西，我们不

能够要，例如，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够乱拿，因为它们是用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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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钱买回来的，如果我们想要得到这样的东西，也要花同样的钱去买。

等量代换简单地用符号代替，也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但是，这

个小小的等于号却蕴藏着许多东西，不但有丰富的数学知识，还有许多人生

的大道理等待着我们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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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好乘凉，有大树的地方都是郁郁葱葱的。在炎热的夏天，我

们都很喜欢在树下乘凉，也总会在公园里面看到许多人在树下乘凉。对于大

大树的年龄

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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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小朋友们又有多少了解呢？

大树的寿命一般都是很长的，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它的年龄呢？这就需要

一个数学名词“周期”来帮助我们了。在数学中，周期通俗来说代表的是某

个量从一个点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后回归到这个点所花费的时间。例如，我

们墙上的时钟，分针从12点开始出发，转一圈回到12点这个位置所花费的时

间就是1小时，那么分针转动的周期就是1小时。

光是看大树这些我们还是不能够准确知道其年龄，加上不同品种的树

有不同的大小形状，因此树的大小不能作为判断的决定性依据，在植物学中

就有提到，要清楚地知道一棵树的年龄，需要从树的横断面中了解。在树木

被切断后，主干的横断面中有着一个个层层包围起来的圆圈，我们称它们为

年轮，这些年轮记录着树木的年龄。在阳光的照射下，树木经过一年的时间

生长出一层新的树皮，那么旧的树皮就被挤压到靠近树心的位置，被包围起

来，这形成了年轮。树皮生长状况与季节有关，一般春夏季形成的质地比较

疏松，颜色也比较淡，相反秋冬季的比较紧密，颜色也比较深。按照春冬季

节的交替，形成的年轮就十分明显了。这也让我们了解到，树的年轮周期是

一年，也就是说，一个年轮代表一岁，那么一棵树能够数出来的年轮数就是

它的年龄，这样小朋友们便很容易知道树的年龄了，有兴趣的小朋友还可以

找一些已经锯掉的树来观察一下，验证一下大树究竟有多大年纪了呢？

回归数学的知识，产生一个年轮的时间就是树木生长的一个周期，树木

不断在重复同样的生长过程，从而产生年轮，总的来说，周期就是这些循环

过程中的基本单位，而周期表达的就是众多事物的规律。在生物的世界中，

各种生物都拥有着自己的生长周期，如细胞，它一次分裂后到下一次分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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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时间就是细胞生长的一个周期。有不少的生

物科学家就是借助周期所表示的规律来研究生物变

化的。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知道，周期在不同的数学

问题中有着不同的单位，在大树年龄的描述中周期的单位就

用年来表示，而在一些小

学应用题中，跑步的问题

也是周期问题，其中

周期所使用的单位就

是圈。举个例子，比

赛要求选手跑1000米，

而一圈的长度为100米，

那 么 选 手 就 需 要 跑

1000÷100=10圈，这里的

10圈便是选手需要跑的周

期次数。大家以后还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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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到函数这方面的数学知

识，那时候大家就会了解到周期性函

数的知识，这些周期性函数的周期就是直接用一个数值来表示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关于数学的周期问题很常见，例如，过去的人曾经通

过对太阳长时间的观察，分析太阳的变化，进而总结出我们地球公转一周所

需要的时间，这就是地球的公转周期。正因为对于公转周期的熟悉，我们现

在可以准确地知道气候的变化，进而适当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看

出，掌握一些有用的周期，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回顾上面所说的，周期的影子无处不在，树木就通过年轮的方式告

诉了大家它的年龄和生长的周期。在生活中，各种事物都有隐藏的循环周

期，聪明的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寻根问底的能力，去寻找生物或生活中有趣

的周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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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印度人发明了阿拉伯数字，用于对物品数量的记录。而动物们不

会写阿拉伯数字，它们又是怎样计数的呢？

在农村的菜田中，我们很容易就能

找到跟着农民伯伯一起耕种的牛。

动物们的计数方法

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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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头上长着角，幸运的小朋友们会有机会见到真的动物的角，那时你

们会发现它们的角上面不是光滑平整的，而是一圈一圈的样子，我们称之为

角轮。母牛每生一次小牛，角轮就会多一圈。生殖次数越多的母牛，它们的

角轮数就越多，也证明它们的年纪越大。同样，羊角上也有相似的角轮，我

们一样也可以通过角轮的多少来判断羊的年龄。同样能够通过角来判断年龄

的还有鹿，鹿角的形状跟牛、羊的

角是不一样的，在电视上的《动物

世界》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鹿头

上的角十分漂亮，像张开的手掌一样，

霸气凌人。其实长着这样大角的鹿一般

都是年纪大的鹿，因为公

鹿的角一开始只有一点，

一年后会长大，四年后两

只角就会分叉，呈现出两个“Y”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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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再过一年，就会有五个分叉，以此类推，直到它们7岁的时候角才

停止分叉。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的头上顶着两个漂亮的大角的鹿，都是

7岁以上的鹿。看来，有角的动物，都喜欢用它们霸气的角来计数呀！

乌龟是生物中的老寿星，它们活的时间很长，它们又是怎么样来记住

自己的年龄的呢？在龟壳上，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同心环纹。乌龟每长大一

岁，龟壳上面的同心环纹就会多一圈，所以一般我们可以在乌龟的龟甲上面

见到许许多多的一圈一圈的形状，原来它们把年龄记录在了这里！同样喜欢

把年龄记录在壳上的动物还有我们在中秋节经常吃的田螺。在田螺的后端我

们能发现一些类似龟甲上面的同心环纹，通过数同心环纹的数量，我们也可

以得知这只田螺的年龄。

我们知道，生物最开始是在海洋中出现的，所以海洋中的动物比陆地上

的动物要古老很多。海洋中最多的动物就是鱼类了，聪明的小朋友都知道，

鱼身上都有有规律分布着的鱼鳞，原来鱼鳞除了有保护鱼类的身体、为鱼类

保持外形等作用以外，还有记录鱼年龄的作用。如果对鱼鳞进行仔细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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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我们就会看见鱼鳞上有许多花纹，也是一圈一圈的，通过

数圈数我们也可以确定鱼的岁数。当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把

自己的岁数记录在鱼鳞上，如比目鱼，它们习惯把岁数记录在脊椎骨上，

因此，如果要得知它们的岁数则需要通过脊椎骨来了解它们的年龄，还有鲨

鱼这种动物一般也不是通过鱼鳞来记录它们的岁数的，取而代之的是用背鳍

来推测。

动物们都有自己特有的计数方法，它们不需要阿拉伯数字，但我们人类

却离不开阿拉伯数字，因此我们也拥有了自己独有的计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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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细胞这种东西吗？它们存在于每一个生物的身

上，生物的每一个地方都由细胞构成，所以说生物都是由

细胞组成的。一个细胞很小，小到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

到，那么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只小小的鸭子，或者小

神奇的单细胞分裂

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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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小虾身体上会有多少个细胞呢？即使它们的体形很小，但它们身上

的细胞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那这么多的细胞数量是怎样增加的？现在

就带大家去了解细胞世界中的数学！

细胞自身有增殖能力，当一个微小的细胞吸收了足够的营

养时，那么这个细胞就会慢慢分成两个，然后再经过下一个吸

收营养周期后，两个细胞就会分成四个，以此类推，每次细胞

的总数都会以2倍的速度增长，即下一次细胞的数量是上一次

的2倍，对于自然界的生存来说，这样的增长方式

是十分快的。从细胞增殖的现象中，小朋友都应

该注意到倍数这个数学名词了吧，在乘除法的

计算中，倍数是其中的基础，不过

数学是十分严谨的，大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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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和规范数学中的说法，一个数是不能够叫作倍数的，在数学中只有一个

数是另一个数的倍数这样的说法，而且一个数要能被另一个数整除，这时候

这个数才是另一个数的倍数，由于乘法中一个数是可以乘其他任何数的，因

此可以说这个数的倍数是有无限个的。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倍数在除法运算中的一些规律吧，对于2的倍数来

说，只要该数的个位数是偶数的话，那么这个数就是2的倍数；对于3的倍数来

说，把该数各位数加起来之后得到的数如果能够被3整除的话，那么该数就是3

的倍数；而对于5的倍数，如果该数的个位数是0或者5，那么这个数就是5的倍

数；对于6的倍数，只要当这个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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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同时被2和3整除，那么这个数就是6的倍数。这些简单的规律能让我们在计

算中加快对一个数能否被整除的判断，从而使我们少走一些计算的弯路。

大家可以尝试玩一些有趣的数学游戏，这些有趣的游戏叫倍数游戏，其中

一个游戏就是大家集中起来，然后按顺序每个人数一个数字，第一个数1，第二

个数2，但是当数到3或者3的倍数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要拍手而不用说出来，

当数到100或者有人说出了与3有关的倍数的话，那么游戏就算结束。通过这个

游戏可以提高大家的计算反应能力和对3的倍数的认识能力，拍手所选择的数字

也可以是4或者其他的数字，大家可以通过变换进行训练，相信在训练后大家对

倍数和乘除法的掌握会更加牢固，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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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有趣的小故事，相信各位小朋友都应该对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有着深

刻的印象吧！从小大家就在这个故事中体会到骄傲使人落后，谦虚努力使人

进步的道理。这次我们将在龟兔赛跑的故事中学习一个有趣的数学问题：追

逐问题。

从数学的角度看龟兔赛跑这

数学眼中的龟兔赛跑

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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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童话故事，可以看到一些我们生活中存在的追逐问题，它在生活中是十分

常见的，这个数学问题也是源于生活的。那么什么是追逐问题呢？现在大家

来一起对故事进行一个延展，来了解一下什么叫追逐问题。想象一下如果在

乌龟还有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终点的时候兔子就已经醒了，因为兔子的速度

比乌龟快，所以这表示兔子还有追上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的兔子需要多长

时间才能追上乌龟呢？假设兔子与乌龟的距离是30米，而兔子每分钟能够跑

的距离是6米，而乌龟只能跑1米，这个就是追逐问题的经典模型了。小朋友

们现在就开始动动小脑袋思考一番，动动手算一算吧！

经过一番思考和计算，想必小朋友都算出答案了吧，现在

就为大家揭晓答案！在兔子每分钟跑6米和乌龟每分钟跑1米

的情况下，兔子一分钟就能比乌龟多跑6-1=5米，而起始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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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是30米，那么30除以5就等于6，这表示兔子用6分钟就能追上乌龟。不知道

聪明的小朋友有没有计算正确呢？这个思维就是解决数学追逐问题的主要思维

方法，基本的解决方法就是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速度之差来求出它们相差距离

的追逐时间。

类似于龟兔赛跑的追逐问题还有很多，经典的还有猎狗追兔的题型，猎

狗为了帮助主人抓到猎物，经常会去追逐野兔。龟兔赛跑题型中可以用速度差

来计算，猎狗追兔题型则可以通过步长与步频的思维来解决。这也说明，生物

界中常见的追逐问题，可以有很多的解决方法。生物界中的许多现象，我们都

可以作为一个数学模型来进行研究，不但可以计算龟兔赛跑、猎狗追

兔，还可以计算猎豹追逐羚羊、大鱼吃小鱼等许多自然界中的现象。

经过一段介绍后，想必大家对追逐问题有所了解了，那么大家

就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寻找这些追逐问题，找到

其中计算的乐趣，通过不同的方法和思维方式来

解决数学问题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情，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了解更

多方程的算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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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物最息息相关的应该就

是时间了。小朋友们知道在数学

中时间的意义和

生物界的“老头”

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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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方法吗？时间的长短可以用来表示一个生命的长短，是生命的一个象征。

我们应该都知道，计算年龄的单位一般都是用“年”。一年有12个月，

一个月有30天左右。而过去一年，就证明了我们长大了一岁。人类的平均

寿命是72岁，据说在人类历史上，最老的人活到了122岁！也就是生存了

122年。

然而生物界中计算年龄的单位并不都是用“年”，数学中“年”用字母

y来表示它的单位，例如，一些昆虫（如蚊子、苍蝇等），它们的年龄是用

“天”做单位来进行计算的，也就是d。它们的年龄都在10～20天。昆虫的年

龄在人类看来都是比较短的，据说昆虫界中的“老寿星”是十七年蝉。就像它

们的名字一样，它们拥有和人类一样的记录年龄的单位——年。能够用“年”

来记录寿命的昆虫并不多，蚂蚁一般只存活20天左右，而蚁后却可以存活几

年，据说白蚁的蚁后能够存活20年。这些都是昆虫界中的“老寿星”了。

而说到动物中的“老寿星”，众所周知的乌龟便是长寿的代表了。普通

的乌龟存活100多年完全不是问题，有一种叫辐射陆龟的动物，存活时间是

185年，在爬行动物寿命的记录中是最长的。其实比乌龟长寿的动物还有很

多，北极露脊鲸就是我们已知的最长寿的哺乳动物，它的寿命比辐射陆龟的

寿命多出50年左右，可以达到200年以上，它可真是长寿呀！

植物的寿命比动物更长，植物中的“活化石”——银杏树，寿命可以超

过100年，杉树更是可以存活1000年！这个数字实在令我们人类无法想象，

然而，在植物界中，1000岁并不是最长的寿命，有一棵叫红桧的树，就拥有

3000多年的历史，现在还存活着。世界上已知最长寿的树可能就要属龙血树

了，在非洲西部有一棵龙血树，据说存活了8000多年甚至10000年，这棵树现

在已经被风灾毁坏了，实在可惜。但是，这棵如此长寿的寿星树，相信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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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被人类所记住的。

寿命让我们知道了时间的有限，人类看似很长的七八十年的时间，在偌

大的动物界中是微不足道的。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拥有生命我们才能看

到更多的东西，学到更多的东西，把这个缤纷的世界了解得更加透彻。所以

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而在短短的几十年寿命中，我们也要好好地学

习，好好地生活，活出自己的色彩。老师和父母经常教导我们要珍惜时间，

也正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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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是数学中一个重要的数学名词，

用来表示物体的长短。我们经常用相关的

单位和数字来记录许多生物的长度，这些

长度我们称为身高。一般的长度，通常

世界上的高个子

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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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在一维空间。而在三维空间中，我们的长度属于

垂直长度，也就是高度，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高度称为

身高。而鱼儿、虫子等是横着身子生活的，这样的长度

我们就称之为身长。

量度身高和测量长度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从

一点到另外一点的距离的值，两者所应用的单位是一样

的，而且其中还有很多能够用来进行计算的换算单位，在国

际标准中，米是表示长度和高度的基本单位，此外，还有千米、

分米、厘米、毫米等，它们的使用会让大家了解世界不同界限的大小。

既然记录身高的单位有如此之多，那么我们怎么运用呢？对于微生物，

我们用微米来作单位，可以表示为μm。那1微米有多长呢？我们用毫米表

示：1毫米=1000微米。微生物界中的高个子有什么呢？据说，世界上已知的

微生物中个头最高的微生物是一种呈球状的细菌。这种细菌是在纳米比亚海

岸的海洋沉淀土中发现的，个头在100μm以上，最高的有750μm。据说，

科学家还在一种热带鱼小肠管道中发现了一种高个子微生物，最高可以达

600μm。这些数据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微生物界中，这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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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却是十分罕见的。

昆虫的身高我们用毫米或者厘米来作单位，表示为mm或者cm，而两者

之间的关系有：1cm=10mm。昆虫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很小的，但是世界上

的高个子昆虫却让人毛骨悚然！据说新加坡有一种叫竹节虫的昆虫，它的身

长有270mm，若虫子放松舒展身子，甚至可以达到400mm！想

象一下，我们常用的尺子一般也就只有15～20mm，当你看到

一条比尺子还长的虫子时，你会感到害怕吗？

而对于人类和一般的动物，一般就用厘米或者米来作单位

了，也就是cm或者m，厘米跟米的关系有：1m=100cm。大多数

热爱体育的小朋友第一个想到的人类高个子可能就是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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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了，姚明的身高达到了2.26米，然而，这个令人咋舌的身

高在篮球运动员中其实是较为常见的。据说，世界上最高的篮球运动员哈萨，

他的身高是2.62米，是有史以来篮球运动员中最高的，因此在比赛场上总能够

轻易扣篮得分。然而，这些惊人的身高在生物界中却是不足挂齿的，就拿北

极熊来说，雌性的北极熊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9～2.1米，而雄性的北极熊更是

有2.6米高。陆地上最高的动物要数长颈鹿了，一般成年的长颈鹿都达到5米以

上，在它们看来，连“巨人”都只是一个小矮人。在很久很久以前，陆地上最

高的动物并不是长颈鹿，而是恐龙。不同种类的恐龙身高不一样，但平均身高

都在6米左右。然而它们的身高差异十分大，据说较为大型的恐龙，身高可以

达到18米，甚至24米！如此庞然大物，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可怕啊！在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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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鱼类的“身高”更是让人觉得惊讶。海中的鲨鱼身长一般在5～6.4米之

间，而海中的哺乳动物——鲸鱼，身长竟达到了20米。所以，想象一下如果这

些海中的鱼类能够像人类一样生活在陆地上，也像人类一样直立前进，那它们

的身高将会有多高呀！

世界上的高个子既让我们十分惊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小朋友们也

要积极锻炼身体，让自己快点长大、长高，不输给它们。在我们比身高的同

时，也要发现这其中的数学知识！身高在数学中属于长度，测量长度的单位

在数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学习几何的时候，绝对少不了。而在生

活中，长度的表示方法也十分重要，长度的单位一般有毫米、厘米、分米、

米，还有千米等，聪明的你能记住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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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小学的算题中，鸡兔同笼的问题是很常见的，在计算鸡兔脚数的

问题中，大家不仅会找到很多不同的计

有趣的鸡兔同笼问题

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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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法，还可以从众多的方法中找到学习数学的乐趣。现在就跟大家一起去

了解这个经典的算题吧！

说起来，这道算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大概在1500多年之前，《孙子

算法》中就记载了这样一道有趣的题目，其中说道：“有若干只鸡和兔在同

一个笼子中，从上面看，它们共有35个头，从下面看，它们总共有94只脚，

请问笼中各有多少只鸡和兔？”由于这道应用题需要求解的答案有两个，因

此计算的过程就较为复杂，以下是两种求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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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应该学过一次方程了，这道题目用一次方程

的方法解是比较容易的，先设兔子的数量为 ，然后就可以知道鸡的数量为

35- ，那么按照脚的数量来计算的话，其等式为4 +2×(35- )=94，从而解方

程就可以求出兔子的数量为12只，鸡的数量为23只。让我们来验算一下，鸡

的脚总共有2×23=46只，而兔子的脚总共有4×12=48只，加起来刚好94只，

看上去是不是很容易呢？其实，一次方程解决的是一些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求

解对象的问题，通过这些求解对象之间的数学关系，代入总关系式中，就求

出最终需要的答案。

不过不会一次方程的小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民间的抬脚法也是一种十

分简便的算法，在算题中，兔子和鸡的差别就在于脚数的不同，一只兔子比

一只鸡的脚数要多2只，那么当笼子中全部的鸡、兔都抬起两只脚时，这时候

笼中能够看到的就只有兔子的脚了，因为鸡只有2只脚，抬起来就看不到了，

因此，此时笼中的脚数为94-2×35=24只，这些都是兔子的脚数，由于兔子

能够看到的脚只有2只，那么就可以得知兔子的数量为24÷2=12只，也就是

说，鸡的数量为35-12=23只，答案也轻易求出来了。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

是要找到两个对象的公共量，然后在总数中减去这些公共的，留下特殊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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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求出结果，就好像鸡和兔的公共量就是一定有两只脚，减去这些公共量后

多出的就是兔子另外的两只脚，从而就求出兔子的数量了。

多种方法求解是学数学的灵活所在，单是鸡兔同笼的问题就有如此多的

解答方法。这是数学上一个古老的问题，研究至今必定有它的价值。或许这

个问题还有更多的解决方法，那就要各位小朋友慢慢思考了，寻找属于自己

的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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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小草们茂盛地生长着，花儿们也开得特别美丽、特别的灿烂。

各种花朵长得都不一样，五彩缤纷，总能让看到它们的人赏心悦目、心情舒

畅。在我们欣赏花朵的时候，数学家们便开始了对花朵的研究，你们有没有

想过，花朵的形状能够与数学扯上关系，甚至还

能通过方程式计算出来呢？听上去似乎是不可思

神奇的玫瑰曲线

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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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但数学家们真的做到了。

在很久以前，善于观察和发现的数学家们，就注意到有一些叶子和花朵

的形状长得让他们感觉特别熟悉。仔细一想，才发现原来这些叶子和花朵长

得很像数学上已经做过研究的封闭曲线。就是因为实在太相似了，所以众多

的数学家开始了对花朵和叶子的研究。在17世纪的法国，有一位著名的数学

家叫笛卡尔，他发明了数学中著名的坐标，通过坐标，他得出了关于花朵的

相关数学方程。那么，数学家是怎样得到花朵的相关数学方程的呢？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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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方程都可以通过笛卡尔发明的坐标来描画成不同的曲线，通过曲线就可

以用各种方法计算出想要的数据了。首先在花朵的中心找出一个点作为坐标

的原点，然后通过测量花瓣的长度和位置等数据，在坐标上标出相关的点，

然后连起来。类似的连线游戏相信大家都玩过吧？看起来这个过程就像我们

画画一样，而因为这些画具有数学意义，可以计算出许多结果，所以人们也

为得到的这些曲线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浪漫的名字，叫作“玫瑰曲线”。

在代表曲线的方程里面，不同的数代表着花朵的不同数据，例如，花瓣的数

目、花瓣的长短，等等，都可以表示出来。但要深入研究这些数值，就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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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长大以后了。

例如，“茉莉花瓣”的曲线，它的方程是3x+3y=3axy，而代

表三叶草的方程是ρ=4（1+cos3ξ+3sin23ξ）。等我们长大以后，

就会慢慢懂得这些方程的含义了。能够描述花朵的方程式还有很多，在不断

地努力和研究后，数学家们获得了更大的收获。在数学能够通过方程和曲线

来描述花朵的形状后，数学家们又把目光放到了动物的身上。其中，最有美

感的昆虫——蝴蝶，首先被数学家们用方程式和曲线来描述。这个称为“蝴

蝶函数”，蝴蝶函数的图形就像一只蝴蝶，比起花朵的形状似乎更加复杂，

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人类的数学又前进了一步。

数学竟然能表达出花朵和动物的形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神奇的

事情，经过对玫瑰曲线的学习，你有没有对数学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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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挪威海湾附近人们曾经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数不清的旅鼠涌到悬

崖边往海里跳。据统计，在这几百年间，如此诡异的事件每四年就会出现一

次，当时人们也摸不着头脑。后来，动物学家经过研究，结合指数增长的数

学内容，总结出了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说法。

众所周知，鼠类的生殖速度是十分快的，它们的繁殖能力

十分强。一对老鼠父母一胎的小老鼠就有数十只，而且再过22

天左右，这对老鼠父母就可以再生下第二胎

老鼠数量指数增长的烦恼

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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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鼠。如此一来，一年一对老鼠父母就可以生出数百只小老鼠

了。不过，鼠类的生殖速度快不仅在于一对老鼠父母的繁殖能力

强，还在于小老鼠们出生后3个月左右就拥有了生殖能力，就能

当上鼠爸爸或者鼠妈妈了。

现在跟大家一起进行老鼠繁殖的计算，假如一对老鼠每次能够繁殖

20只后代，繁殖周期为一个月，那么三个月之后的20只后代（共10对）

开始繁殖，每对也繁殖20只，这样下来，仅仅就开始的20只后代在开始

繁殖的三个月后就能够生下10×20=200只后代了，那么加上后来出生的总

数就越来越多了，对于原来的那一对老鼠，每次生出来的后代在三个月后开

始繁殖的数量都是乘以20倍来计算的，以此类推，后代的后代也跟着继续以

乘以20倍的繁殖速度来计算，2只老鼠就可以变成40只，40只就可以变成800

只，800只就可以变成16000只，这是多么可怕的繁殖速度啊。这个越来越快



90

的增长速度，数学家管它叫作“指数增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总量不断乘

以一个固定值进行数量的增长。开始的乘法所得到的数量增长并不快，不过

当数字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试想一下，一个大数不断乘以一个固定值所得

到的结果就是无法想象的了，大家可以试试简单的指数乘法，例如，不断乘

以2来计算，算到后面也一定会让大家很惊讶的。对于指数增长，我们所需要

了解的，就是指数增长的意义，指数增长可以说是增长最快的速度，数字会

随着这个增长变得十分大，所以我们也管它叫作指数爆炸。

如此庞大的增长数量，旅鼠随之需要面对的就是食物和居住地方的问

题。出生的数量远远大于死亡，在科学家的研究中，便假设正是因为这种惊

人的增长速度，旅鼠为了使种群能够平衡地发展下去，才想到用群体自杀的

方法以保存种群繁殖的希望，不过这还只是假说，并没有得到准确的科学验

证，这需要大家以后慢慢探索。

这个增长也存在于细菌繁殖上面，1个细菌可以变成2个，而2个细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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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变成4个，4个细菌就会变成8个，如此类推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细

菌。所以我们一旦接触完脏的东西，就要立刻洗手，否则手上面

的细菌就会越来越多。细菌如果被吃到肚子里面，就可能会不断

增多，然后会使得我们肚子痛或者拉肚子，这就是爸爸妈妈平时

要求我们注意卫生的一个原因。

“指数”的存在，使得我们身边增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现

象，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一张纸对折9次，不信的话，爱动手的

你可以试试哦！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一张纸能够对折64

次，那么它的厚度就会超过地球与月球的距离。一张薄薄的

纸，在“指数”的存在下，变得如此之厚，似乎很不可思

议，但却是真实的存在。长大以后，进入这个神奇的国

度，我们会接触更多的指数，到时候可要努力认真地学

习呀！

另外，也因为有“指数”增长的存在，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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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口增长问题让我们十分头痛，所以，我

们国家才推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来控制人

口增长，否则，若干年后的地球就会挤满了

人，连走路都走不动了。这个听起来不可思

议的状况，可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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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在数学的课堂上，应该都学习过数数吧？从1开始，能数

到多少呢？科学家们发现，我们身边的小动物们原来也是会数数的，

究竟它们是不是这么聪明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英国，有一种两栖动物叫作赤背火蜥蜴。这种小动物看起来有

点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壁虎，因为背上呈现红色，所以有了这个名字。

这种蜥蜴能够分辨出1～16的数字，但是其中的3和4却分辨不出来，看

来它们的数数能力有待提高呀！

比起赤背火蜥蜴，鱼儿所拥有的数数能力似乎更高一些，有一种

生物界中的数学小天才

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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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的名字叫作食蚊鱼，在科学家们的研究中发现，这种小鱼也跟赤背火蜥

蜴一样，能够分辨出1～16的数字，但是比赤背火蜥蜴更胜一筹的是，它们对

3和4能够准确分辨，看来，我们绝对不能小看鱼儿的智慧哦！

美国的黑鸭更是有趣，说它们是笨笨都可以，因为它们经常被哄骗去为

其他的黑鸭孵化小鸭子。但是，慢慢地它们也学聪明了，在生下蛋以后，它

们会数一下自己下的蛋的数量，如果突然增多了，它们就知道这不是它们自

己的蛋，然后就会完全不理会这些多出来的蛋。看来，学会数数的它们脑子

变得聪明了呢！

刚出生的小鸡也是十分聪明的，有科学家对刚出生的小鸡进行过研究，发

现它们对数字有一定的敏感度。它们不但会数数，还能够进行较为简单的加减

法运算，十分聪明。

另外，狗狗、小猫还有猴子这些智商较高的小动物，经过人类的教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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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聪明，不但能数数，进行简单的加减法运算，有的还能够轻松地进

行乘除法运算，小朋友们可不要输给它们，要认真学习好数学呀！

说到数数，可能珊瑚虫就是数数的老专家了，它每天都会在自己的体

壁上刻画一定的斑纹来计数，久而久之，这就形成了“日历”，一年有多少

天，就会有多少个斑纹。一些考古学家在一个3亿5000万年前的珊瑚虫身上发

现，它们一年刻画了400个斑纹，是不是它们数错了呢？天文学家告诉我们不

是的，那个时候的一天不是24小时，而是21.9小时，所以算下来，一年就是

有400天，珊瑚虫没有数错！

动物界中有着许许多多的数学天才，这也证明了数学不单单是为人类所用

的，它也为动物们所用，数学在生物界中都是重要的存在。自然界中的数字，

都是有趣的存在，它们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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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给各位小朋友一组数字：0、1、1、2、3、5、8、13、21、

34、55、89、144……

不知道聪明的你有没有发现其中的规律呢？这些数字的前两个数字加

起来的和就是后面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组数字，我们把它叫作斐波那契数

列。在神奇的大自然中，许多生物的生长都符合这样一个数列，看来在大自

然中也存在着许多数学家呢！

小朋友们，你们见过向日葵吗？因为这种花始终面向着太阳

生长，所以叫作向日葵，它们的种子区域很大，数量

很多。科学家经研究发现，这些种子的排列

方式，与斐波那契数列有着密切

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向

日葵的花盘中

神秘的斐波那契数列

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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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其实这个美丽的花盘是由两组螺旋线组合镶

嵌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两组螺旋线有一组沿着顺时针方向螺旋，另外一组

则沿着逆时针方向螺旋。不管是什么品种的向日葵，它们的种子数量都在

34～55、55～89或者89～144这三个数量范围内，这三个数量范围不正好

就是连续的三个斐波那契数列里面的数字吗？

斐波那契数列还存在于许多植物中，例如，小雏菊、松果、菠萝，等

等，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地观察一下，去发现它们身上隐藏的斐波那契

数列。另外，沙漠中的植物——仙人掌，也拥有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构。有研

究人员对仙人掌能生长在如此干旱的环境中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

仙人掌的形状、叶片厚度等部位，都存在着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构，从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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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的能量损失限度降到最低，以便更好地适应这种恶劣的环境。因此，

斐波那契数列也有一个美丽的称呼，叫作“黄金分割数列”。

植物之所以选择以斐波那契数列的方式来生长，其实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

就拿向日葵这类植物来说，种子只有按照斐波那契数列的结构分布，花盘上的种

子才会最大限度地接触到阳光、空气和水分，这样每一颗种子才能得到足够的营

养，也才能保证营养的平均分布。每一颗种子都有足够的营养，花盘才能变得坚

实，才更有利于产生后代，使生命得以延续。而一些不按照斐波那契数列的结

构分布生长的植物，可能就略微逊色，慢慢被淘汰下来，在世界上消失无踪。

斐波那契数列有没有给你一种神秘的感觉呢？这个数列看上去简单，但

却含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科学秘密！而更多的秘密，有待聪明的你以后去探索

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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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世界中，有千千万万种生物，这样的物种数量我们还是能够

一一去了解的，如小小的蜗牛竟然有10000～20000颗牙齿！鲨鱼一生中所要

换掉的牙齿也有上万颗！这些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但是，在生物界中，这

些数字并不大，因为它可以被我们数出来，但有一些生物，它们的数量却是

我们数一辈子都无法数清楚的呢？然而，我们面对这样庞大的数字，又是

微小生物中蕴藏的巨大数字

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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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表示出来的呢？现在就为解除大家心中的疑问，去微生物的世界探险

一番。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位数的概念和知识，在数字表示中，是有一定的表

示方式和读法的，如数字10我们可以读成十，100我们可以读成一百，这样简

便的表示方法大家应该不陌生。简便的读法中对不同的位数有不同的读法，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我们可

以根据记录的数据有多少位通过对应的表示位数来进行数字的描述表达，这

样的方式在描述一些庞大数字的时候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不过对于

更大的数字来说，就需要使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了，由于这方面的知识较

难，在此就不介绍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

说起微生物，它是一种大家肉眼看不见的生物，不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的一些动物，就算是小到蚊子一样的昆虫，在微生物的面前仍犹如庞然大物

一样。如此微小的它们，我们就只能用显微镜去观察了。细菌这个名字大家

应该都听过了，细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在我们位数的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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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这个位数已经是9位数了，其中最小的亿位数就是100000000，这样的数字

已经相当大了，而我们每天遇到的细菌都是数以亿计的，比100000000还要大

很多，数量相当庞大，但是我们无法看到。我们可能偶尔会发现一些摆放了

很久的食物过期发霉了，在这些腐烂的食物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些霉斑，霉

斑的大小即使只有一颗痣那么大，里面拥有的微生物数量也与地球上人类的

数量差不多。这就是细菌身上蕴藏着的巨大的数字了。有研究表明，在已经

腐败的牛奶中，一滴牛奶所含有的细菌就有50000000多个，大家来仔细数一

下，5后面有7个0，应用上面所介绍的数字表示方法，那就是说细菌有5000万

多个，这个数字多么惊人啊，面对如此多的细菌，大家有没有觉得恐惧呢？

所以我们应该去注意一下自己的卫生了。还有一些在海上浮游的微生物，我

们也是看不到的，而在一滴海水中，那些浮游的生物就可能有几千万或者

上亿了，这样数量庞大而体积微小的生物要用高倍数的显微镜才能看到，看

来，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再回顾之前细胞分裂的章节，我们那时候所描述的人体细胞也属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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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十分微小，由于细胞自身快速地繁殖，在一段时期之后，一个细胞就

可以变成千千万万个一模一样的细胞，加上细胞每2分钟分裂一次，那么一个

细胞在1个小时之后就会变成1000000000多个细胞了，也就是10亿多个，生长

的速度十分惊人，再这样繁殖下去，我们就无法数清楚了。根据上面所说可

以知道，人在儿童期之所以长得快，就是因为细胞增长快所造成的。

自然界中还有更多数量庞大的物种存在，它们的生存也向我们展示了数

学中无穷无尽的数字。现在大家就带着自己的求知欲，去了解更多这样的生

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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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对大自然有了一定的破坏，加上难以控制

的自然灾害的影响，有一些动物的数量一年比一年少，甚至有一些动物，在

全世界只剩下仅有的几只，这些物种马上就要面临灭绝了。然而，已经灭绝

的物种数量也是十分庞大的，我们再也不可能在世界上见到它们的身影了，

这可真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十分沮丧的消息。

濒危动物的负增长

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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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些动物的数量在一年比一年少，这时候我们已经不能再用正数来

代表它们的增长比率了，所以，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表示它们这种数量

减少的现象，其称为“负增长”，那么什么是负增长呢？简单来说，就是增

长率为负数的增长。说起了“负数”这个数学专用名词，大家在运用或者

表示方法方面可能都接触得比较少。在大家以前的数学学习中，一直是在

自然数的范围内学习，当我们在加减法中计算出比0还小的数的时候，应该

怎么处理？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负数了，负数的排列跟正数是一样的，只

不过需要在数字的前面加上负号“-”，有趣的是，负号后边的数字数值越

大，这个负数就越小，举个例子，-1和-5进行比较，在正数中，1是要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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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但是负数正好是反过来的，-1是要比-5大的，这也是负数按……

-3、-2、-1、0的顺序排列的原因。其实在一个减法运算中，我们也可以认

为它是一个正数和一个负数的加法运算。由于有了负数的概念，大家在减法

的运算中就不会再出现不够数去进行减法运算的问题了，希望大家掌握之后

能够灵活地应用。

回到刚刚的话题上，大自然中负增长的情况是常见的，在这里说一个

故事，从前，在一片没有被开发的草原上，有一群羊和一群狼居住着，而狼

是羊的天敌，但是在生物链的影响下，它们一直保持着数量相当的平衡。后

来，这片草原被用来研究，科学家把影响羊繁殖的狼都杀光了，在草原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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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失去了天敌，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繁殖，这时候羊群的生长是处于正增长

的，但是由于草原的绿草有限，过多的羊会把草吃光，而草的生长又无法满

足它们，这样一来，缺少食物的羊群就开始饿死，数量大减，因此，就出现

上面所说的负增长了，这时候的增长率我们就可以用负数来表示。在生活中

应用负数的地方有很多，例如，在日常花费的支出金额的计算中，我们就会

使用负数来记录花费数额。还有更多的例子那就需要大家去慢慢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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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自然界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生物，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存活着，这些

生物形成了不同的种群，它们所拥有的数量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每种生物之

间都有着一些必然的联系，互相影响着彼此数量的增减，这些联系就构成了我

们自然界的金字塔。从这个金字塔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数学奥秘呢？让

我们一起来探索一番吧！

用百分数看生物圈

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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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森林环境为例，动物和植物共同生活，而动植物间有着猎食和被猎食

的关系，如虫吃草、鸟吃虫等情况，我们称其为食物链。正是因为这样的食

物链联系着各种动植物，让它们靠猎食来维持生命，但是，越高级的猎食者

数量越少，这是因为过多的猎食者是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的，因此猎食者的

数量要比被猎食者的数量少。按照这样的自然规律来说，从低级到高级的猎

食者数量排序，它们所形成的就像是一个正立的金字塔，越靠近金字塔顶尖

的动物其种群的数量就越少。面对这样的生物金字塔，不同的动物在其中都

占有不同的比例，这可以用我们数学中的百分数来描述。

现在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百分数的含义和用处，它是指一个数除以另

一个数得到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称为百分数，其中规定这个数要比另一个

数小，而这样的结果表示为那个数占另一个数的份额有多少，其表示方式是

用百分号（%）前加数字，1除以100就表示为1%。举个例子，在一个笼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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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其中有兔子20只，那么兔子就占这一笼子动物总数

的20%，即20÷100=20%，这是一种统计常用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

掌握。

回到自然界的话题中，在金字塔中的确有着很多“成员”，但是这些

“成员”各自的数量并不是相同的，为了表示它们在金字塔中所占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用百分数来表示。根据很多生物学家的研究，自然界中植物是占

最多的，大约是我们地球生物总量的80%，而昆虫则占10%～15%，动物只占

了5%～7%，看来动物种群在自然界中只是冰山一角而已。但是，只研究动

物的种类，就已经有成千上万种，而其中一种动物的数量所占总量的百分数

就更小了，动物中各种种群所占的百分数需要大家以后去了解。

另外，在研究不同生物的身体结构问题上，百分数的应用也很多。在早

期的生物研究中，细胞中成分比例的课题很热门，在长期的观察中，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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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显微镜中发现细胞主要由氨基酸、蛋白质、水、脂类等组成，其中的分

布比例水占了85%～95%，蛋白质占了7%～10%，脂类占了1%～2%，氨基

酸则大约占了1%。通过百分数，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各种生物的组成结构分

布，我们可以利用数学的运算去探索生物界中各种组成的奥秘。

对于百分数的世界，生物界还有更多奇特的现象，小朋友如果有兴趣，

可以多去看看介绍生物知识的书本，吸收更多的知识，从而拓宽自己的认知

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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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对中国古代的神兽有多少了解呢？在中国古代的神兽中，有一

种神兽叫金蟾，在人们看来它可以旺财、驱除邪气，所以很多人都把它做成

摆设或者饰物带在身上。金蟾在众多的中国古代神兽中很特别，因为它只有3

条腿。相比起来，普通的蟾有4条腿。大部分的动物，它们的手足数目都是双

生物体中的“双胞胎”

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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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而所谓的双数，在数学中有一个专业的名称，叫作偶数。

偶数的定义，就是能够被2整除的所有自然数。在数学界中，所有的自

然数不是奇数就是偶数，因此偶数占据了自然数的一半地位，不过有时候一些

数比较庞大，难以快速判断它的奇偶性，因此我们通常将尾数为2、4、6、8、

0的数字判定为偶数，反之，尾数为1、3、5、7、9的数字就是奇数了，这种方

法十分快捷。深入了解一下偶数，在加减的算法中，有一些规律，其中由两个

奇数或者两个偶数相加相减所得的结果就为偶数，一个奇数和一个偶数相加

相减所得的结果就为奇数。在乘除法中，任何一个数乘以一个偶数结果为偶

数，这些规律能够让大家在计算后快速判断其奇偶性，有助于后边的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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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身上有哪些偶数呢？我们很容易就能数出来我们有两只手、

两条腿，还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这其中的“两”就是偶数。其他动物也

如此，小猫、小狗有4条腿，小公鸡也有两只翅膀和两只脚。也许很多小朋友

会问，为什么人都有两只手呢？大部分的动物，手足为什么都是偶数呢？这

就要回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据说在很久以前是存在有奇数手足的动物的，

但是，它们的活动灵活度，还有捕食能力等都比手足是偶数的动物低，所以

慢慢地就被大自然淘汰下来了。有一些拥有奇数手足的动物则选择了进化，

慢慢把自己的手足也变成了偶数，便很好地适应了生活的环境。偶数的特别

之处在于对称，能够让机体在活动的时候保持平衡，也能使机体更加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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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神奇的是，不仅仅是外在的偶数，许多动物体内的器官也是偶数的。

例如，我们的肺有2叶、肾有2个、大脑有2个半球，等等，就连人体的骨头也

有206根，也是偶数！看来在动物的身上，偶数的身影很容易被发现的呀！但

其实偶数的身影不仅仅是出现在动物身上，植物们也对偶数情有独钟，如一

些花朵的花蕊里面拥有2个或者4个花粉囊，却没有3个的。而雌配子体也是由

8个细胞核组成的，恰好也是偶数。看来相对于奇数，偶数还是比较受生物们

欢迎的呀！

再说一下奇数，相对偶数而言，就是不能够被2整除的自然数。按照上

述的事实来看，奇数似乎不受欢迎，毫无是处。但其实奇数也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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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我们虽然有10根手指头，但每一只手上面的5根手指头就是奇数，

如果我们只有4根或者6根手指头，也许我们就不能如此灵活地拿东西了。再

者，我们虽然有2个鼻孔，但是鼻子只有一个，我们虽然有上下2片嘴唇，但

是嘴巴也是只有一个。所以说，奇数在我们身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正是因

为在生物体中有了奇数与偶数的完美搭配，我们的生物体才能展现出勃勃生

机，而这些数字若是多了1个或者少了1个，都会出现毛病，影响生物体的正

常运作。

在生物体的身上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双胞胎”和“独生子”，而通过

这些我们也学习到了数字中的奥妙之处，由此可见，生物和数学的确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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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大自然，美丽的环境会吸引大家的眼球，其中各种花

儿都在展现着自己的千姿百态，它们都怀着一个梦想，那就是

能够灿烂地盛开，牵牛花也不例外。在牵牛花盛开的背后，究

牵牛花的螺线形梦想

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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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着怎样的数学奥秘呢？现在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它的世界吧！

首先介绍一些有关牵牛花的故事，牵牛花本来并不是出自于我国的，它

的故乡在南美洲，在丛林中经过了多年的生长后才在一千多年前被引进到了

我国，由于其鲜艳而美丽的形状，牵牛花便逐渐成为我国的一种传统花。牵

牛花往往在夏天盛放，它们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当天还是漆黑一片的时候，

牵牛花就已经开始展开它美丽的身姿，展开时就像是

一个喇叭，直到下午才慢慢收拢花身，这种“早睡早

起”的好习惯让牵牛花得到了一个“勤娘

子”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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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牵牛花你就会发现，它不同于其他的花种，有很多种的花都是

可以通过枝叶的支撑来站立开花的，但是牵牛花却缺少了粗壮的枝叶，因此

牵牛花不能够在平地上站起来，这样的形状结构让牵牛花需要通过细长的藤

蔓依附在树木、篱笆等直立的物体上才能够生长起来。细心留意这些藤蔓，

大家会发现藤蔓是紧紧缠绕在身边圆柱形的树木上的，而且它是整齐地沿着

螺旋线的轨迹慢慢向上生长的，排列得很漂亮。在数学上，我们把这个牵牛

花的生长轨迹曲线叫作“圆柱螺旋线”，可见牵牛

花的数学功底也不浅啊！

大家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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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花的生长轨迹是这样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进行数学几何方面的

分析了，首先针对牵牛花的生长方面，藤蔓的长度会影响牵牛花吸收营

养的程度，藤蔓越长，牵牛花攀爬到一定的高度所需要的营养就越多，

这无疑会增加牵牛花的负担，因此牵牛花需要在依附的物体上寻找最短

的路径攀爬，以减少藤蔓的长度。说起最短的路径，大家在平面中也学

过，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正是这个原理，牵牛花把它应用在生长上了。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把一张长方形的白纸边缘对角的两点用线段连接起来，

然后把白纸的对边绕上重合，这个时候白纸所形成的形状就是圆柱形，而刚

才画的线段就变成了一条螺旋线了，在实验中白纸只是改变了形状而线段的

长度并没有改变，也就是在圆柱形上这样的螺旋线就是牵牛花在生长中最短

的生长路径。这样下来，牵牛花就能够在生长中节省藤蔓的长度并且达到最

理想的高度了，而且生物学研究发现，这样的螺旋形结构既能够让牵牛花最

大限度地获取足够光合作用的阳光，也能够让它们的种子传播得更远。

牵牛花利用自己的智慧实现了攀爬高处并灿烂盛放的梦想，那么大家也

应该向牵牛花学习，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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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的世界中，各种各样的图形以不同方式存在于我们的自然界中，

让自然界多姿多彩，而三角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其中一员，它无处不在，

寻找自然界中的三角形

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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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万物似乎都与它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些三角形都在哪些地方呢？

现在就让我们在动植物的世界中寻找三角形的身影吧！

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三角形，三角形形象地说就是拥有三个角的图形，

与此对应的是三条连接的边，这样的封闭的图形就是三角形，另外，小朋友

应该知道，三角形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图形，任何的外界条件都是无法改变

一个已经存在的三角形的，有趣吧！在生活中，有许多三角形形状的物体，

如音乐演奏上的三角铁、桥梁上三角的支撑架等，而其中一些物体就是利用

三角形的稳定性来建造的，这些独特的物体就由大家慢慢去寻找吧！

自然界中，三角形的身体结构一直是许多动植物自我保护的最好选择，

而且是经过长期的进化得到的。首先来观察一下植物，植物中有不少的花和

草都拥有着三角形的形状，例如，三叶草，它的三片叶片向着三个方向伸

展，而且把360度平均分成了3份，这时候按照每块叶片的顶点来画图形，不

仅可以得出一个三角形，而且还能够得到一个特殊的三角形，其三边长都相

等，我们称为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结构的稳定性让三叶草在生长的时候有很

好的平衡性。还有一种更加特别的叫穿叶蓼，它的叶片本身就已经是三角形

了，并且叶片从中心到外侧也都呈现倒三角形，这种结构有利于植物的采光

和延展生长。这些三角形形状的植物还有更多，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查阅

一些植物学的书籍进行深入的了解。

说完了植物，当然就要介绍动物了，三角形结构的动物数鸟类较多，

由于鸟类在飞行时需要稳定，因此有稳定结构的三角形就是它们进化所要选

择的，如大雁、燕子等鸟类，数不胜数。有趣的是，鸟类的嘴形也像三角

形，因为三角形的嘴能够有一定的硬度，而且尖角能够锋利地获取食物。毒

蛇之王——眼镜蛇，它的头就像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形，这种结构只有眼镜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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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它仿佛在告诉我们只有它才是蛇中之王，眼镜蛇正是利用这样的结构

来提升自己对猎物的捕获能力的。还有很多动物的身体也是这种结构，如狐

狸的头，鲨鱼和狮子的牙齿等，这些需要大家慢慢去了解。动物在自然界生

存还有一个“三角形法则”，就是食物、水和隐藏地点范围的合理分配，上

面提到三角形不会因为外界的影响而改变形状，动物的生存也是一样的，食

物、水和隐藏地点范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起增加或减少，不会出现相反的

情况从而影响生存的平衡，这就如三角形一样。

经过一番介绍，大家都已经开始察觉三角形这个美丽的图形在我们生活

中无处不在了吧。三角形带给我们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也通过对拥有

三角形结构的生物的研究进行仿生，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丰富，有兴趣的小

朋友也可以去寻找更多美丽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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